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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在郊野
TEXTILES IN THE WILD
文／袁菁   摄影／朱骞
Text / YUAN Jing   Photo / ZHU Qian

一说到黄永松，张西美整个人都“哗”了起来。今年6月“行动中的民艺”活动上，她终于见到了自己

的偶像。“太幸福了！等了很多年。1970年代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看《汉声》了。”内地尚未改革开

放时，《汉声》曾是一部分好奇中华文化的香港青年的启蒙读物。她对黄永松行事谦谦，但并不乡

愿的态度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他是那种智者，令受教者耳闻舒畅，但用心琢磨就能回味出他的褒

贬。”这次相遇，张西美也有机会向他介绍“金泽工艺馆究竟在做什么”。但黄老师究竟会不会来金

泽？“我不敢，不敢想……他能给意见就很好啦”，张西美变得虔诚，小声。

立织机
这台特别的踏板立机，是根据元代资料《梓人遗制》复原。中国丝绸博物馆赵
丰馆长多年前经考据后得出理论数据，模型制作师据此打造模型，但却并不运
用于实际操作。张西美摆弄后发现它关节别扭，反馈给研究者后，“他本人很惊
讶，说早年确实由于资料错误，导致模型有问题”。另一些时候，纺织机的样式
能否流传也和传承系统有关，工匠依靠经验，有时即便有错误都不会明说。

竹笼机
在广西壮族地区应用较广，竹笼的部分是一个提花系统
（programme），类似图案软件，也与音乐盒发声方法类
似。编织的过程中，图案不停循环，竹笼还可以替换。这台
织布机里隐藏了一种“生产”的概念。

丁桥织机
此织机是四川成都附近的双流县中兴公社（原华阳县旧址）流传下来
的一种原始的多综多蹑织机。使用年份为汉代。控制花纹的系统
（programme）是这一块块方型的“综”。古人很聪明的地方是，
“综”又厚又大，腿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控制，于是就用力学原理转化
成小构件踏板，脚踏板上布满了竹钉，状如农村河面上依次排列的过
河石墩“丁桥”，一踩“综”就动了，有点像弹钢琴的感觉。不同的踩踏
节奏，对应的不同花纹。

①后引手子 ／ ②前掌手子 ／ ③转轴 ／ ④机身 ／ ⑤马头 ／ ⑥胳膝 ／ ⑦踏板

①筘 ／ ②卷轴 ／ ③弓蓬 ／ ④木雕 ／ ⑤经轴 ／ ⑥综 ／ ⑦丁桥

①V形摇臂架 ／ ②竹笼 ／ ③经轴 ／ ④分经筒 ／ ⑤机架
⑥踏板 ／ ⑦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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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织机部件名称索引自中国数字科技馆丝绸工艺织机类型谱系图http://
amuseum.cdstm.cn/AMuseum/silk/gy03.html）

纺织求诸于野

在金泽，张西美（Edith Cheung）是一种很“香港”的存在：一

无乡愁沉疴，二无“高大上”的乡建志趣，而效率和理想却在此地博

弈不停。2012年金泽工艺馆刚创办不久，Edith每每从香港国际机

场抵沪，再驱车直抵金泽工艺馆，标准“三点一线”。直到2013年一

月春节前夕，新一年纺织馆年度计划确立，Edith终于有闲心进镇闲

逛。她在菜场遇到一个4岁半女娃正兴奋不叠向人介绍斑斓画作，

Edith睹之心动，遂成微信第一记。

2013年3月，我初次拜访访金泽工艺馆，此前听闻馆内有纺织

展示，原以为会是金泽本地土布，但驻场纺织的是贵州的东英妈

母女。问起Edith，她坦率相告，“我们没有弄这个土布”。一年后，

2014年6月金泽工艺馆试着接触当地从事过土布纺织的女工，出

乎意料的是，不少妇女都前来应聘。最终杨湾村两位织过土布的

妇女入选，但检选过程颇为严格。工艺馆驻场的北京时装学院研

究生张煦林对这次土布的纺织过程进行了全程纪录：桨线、晾线、

打筒、牵经线、穿综、穿筘、到穿梭织布。但事关纺织，Edith事事

谨慎。“她还想再多和他们聊聊，听听他们对纺织的真实想法”，

张煦林说。

虽然对纺织诸事了然，但运作工艺馆却需要另一套方法。张西

美去“产学研官”的宁波慈城取经，发现有关纺织和藏品的价值很

难说已被审慎地思考过，藏品只是随意被“塞在玻璃柜里”进行展

示。“这种展览，对象究竟是谁？”她问我，眉头一蹙。金泽工艺馆

至今没有刻意挂出华服博彩。“衣物藏品悬挂，其实对保存极为不

利，肩膀部分会承担很多压力，要做很多维护工序才行”。所以馆内

藏品常年置于恒温恒湿的仓库保存，为减少损坏，有需要才出库；出

库藏品时工作人员和参观者也必须佩戴白手套。每次看志愿者入库

拣选，一盘盘端上又撤下的织品、绫罗，都像是一次流动的盛宴。

但5000件馆藏，并非个个稀有，或品相十足—目前馆藏的上

衣、裤、帽、鞋、童服、家用品、装饰等类目中，大有未经修补的物

件。鲜靓不复如初，却并不妨碍你看清古人饶是有趣的初心：一顶

帽子上，缀饰小镜，绒球，撅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Edith白手套轻

轻一挖，一个粉嘟垂髫小儿怀抱西瓜蹲踞其中，众人惊叹。不过，她

煞是担心，几番提醒，“读者可能会说，‘这个不够漂亮’，甚至会批

评‘这个馆没有东西，褪色还拿出来show，那么随便！’但其实我们

是资料馆，是后台学习研究的地方，国外也有类似的资料馆。要知

道，世上的博物馆里，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展出，因为修复花费太

惊人了，技艺，金钱，还有时间—除非级别很高，又重要到非展出

不可，才会调动那些资源。”她感叹着，作狠心状，捋下帽子两侧紧

裹流苏的无酸纸：“为了你们拍摄，豁出去！”手指却不停地抚弄略

显虬曲的流苏，感叹：“如果在博物馆展出会有专员负责整理流苏

来表现它的美好，真是耗费功夫！”

藏品演示完毕，Edith又鼓捣出一套PANTONE色卡的羊毛线

卷，75股，价值79欧元。这套教材是她在法国一草木染国际会议上

购得，来自一位居住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Pyrenees Mountain）

的工匠：其养羊，剪毛，纺线，以山区周边的草木染色，全程亲力亲

为。这羊毛卷，每卷上都有编号，说明详细配方记录，可续订。那次

Edith也拜访了普罗旺斯草木染大师Michel Garcia，一个植物家、

化学家，他讲求实践、尊重大自然和科学，尊尊告诫“切勿停留在民

艺的浪漫上，一定要科学地去了解史料。”

布能说的秘密

8月，即将投入使用的草木染坊，张煦林也将会参与其中。她正

着手做绞缬的硕士论文。直接参阅馆藏实物，能令这篇“物质性”极

强的论文显得有的放矢。“绞缬只是‘三缬’一种，草木染门类太广，

比如蜡染、石灰防染，还有佛山香云纱的染法也是很不同的技术。”

离开北京，张煦林在这个小镇非常自如，每天像园丁一样观察园

里适合拿来染色的植物。“大自然的染色剂太多了。比如石榴，或洋

葱皮，他们能染黄色，为了提高色牢度，要染10多遍。”坚持采摘身

边的植物染色，是因为它们与土壤和环境的连接感强，利于染色者

分辨细微差异；更重要的，是规避外来染料对本土染色剂的侵犯。

张煦林提到胭脂虫。“这是一种欧洲常用的红色染料，它从墨西哥进

入欧洲，最后导致了欧陆本土红色染料萎缩”。她拿出几方前些日子

以艾草染色的小样，光线下，棉织、丝织品泛出了极为不同的色泽。



纺织读物
纺织馆有大量藏书。张西美推荐了适合
爱好者钻研的鸟丸知子的《一针一线：
贵州苗族服饰手工艺》、美籍华人余翠
雁（Sally Yu Leung）《无言的祝福—
童服里的故事》。馆藏还包括不少装帧、
内容俱佳的日文书籍，如草木染大师山
崎青树所著的「草木染型染の色」，以及
1967年9月由民芸织物图鑑刊行会出版
的「日本の绞染」（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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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件
或为挂件香囊。上部小孩手攥两只栩
栩佛手。底部垂挂是动植物昆虫等，如
兔子，南瓜、蟾蜍，蝎子、蛇等。

帽
或是表演用途的帽子，其头围较大，缀饰较繁，质
地挺括，环佩叮当，似不适婴儿直接佩戴。

帽子之旅
170多顶帽子，形制、材料殊异，由澳大
利亚园艺师Barbara Park捐增给金泽
工艺馆。籍采撷标本之余，她将“帽子
之旅”持续了30年。除个别几顶外大
都购于东南亚。园艺师为每顶帽子制
作了一枚简易标签，注明所购年份、地
点、价格、材料等，使之有了一手资料。
一顶沉重、结实步兵帽，标签上简要地
写明“19 8 5 年，购于 香 港九龙 古董
店”。在此研习三周的Noreen Lui研究
发现此帽子的使用年份为太平天国时
期，“有三层，可配合头巾一起穿”。

花罗旗袍
此花罗旗袍较雅，具体年份未知，穿着者未知。对于藏
品，不如报以“维基百科”的编辑态度，令各类专研者作出
持续地补充添加，并由此发见古为今用的新视角。

草木染
草木染取法自然，染色材料来源于植物
的根、茎、种子，等，茜草根、栀子花、靛
蓝种子等，但也可以胶虫、胭脂虫之类
进行染色。居住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
一位工匠以山区草木染色，制作出了一
套有详细配方的Renaissance Dyeing
草木染羊毛线。

金泽工艺馆内有不少沉重的老织布机器

经纬纵横，犹如电脑“1010”的代码语言
这枚两头尖尖像枣核，内中缠线的工具，就
是织布时往返牵引纬线（横线）的“梭”

类似张煦林这样的设计师，和民艺爱好者会喜欢这个自由、开

放地，但这里也考验研究者的自律。在和年轻后生的对话中，Edith

也颇有一套策略。茶室的主理者斐然是个昆明姑娘，颇有灵气。

Edith当天也是第一次来茶室，看到斐然在这个空间里的利落和主

宰权：听得有客人来，就到园子里转一圈，折一枝蜀葵，换衫。接着

洗紫砂壶沉，煮水摆盏，还添一枝苦楝在茶席伺玩。用茶时，斐然

说，“云南人喜欢喝茶，但没出来前对茶文化不了解，父母大多把茶

叶放大玻璃杯里泡起。有人学茶为了拿证，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平

时时间中慢慢积累起来”。

慢慢在茶室积累起来的还有一长串火棘，一小束麦子，多根乌

桕，一篮可以用来制成洗涤剂的无患子，以及两垂枫杨。“斐然，我

们现在真的要开始做记录啦！比如这些植物都是几月份生，什么时

候成熟的，于是你就能慢慢整理出来四季……但我们要把植物谱系

做得更科学，查它们的拉丁学名，会比较容易理解植物间关系。”她

转过来向我解释，“之前我们在园子里捡到的无患子，跟龙眼、荔枝

都是同科的，否则光听名字，就会觉得玄。”

某种程度上，张西美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相类的。纺织

也是：一忌断章取义，二要“去魅”传统，试着让外行看到“纺织”这

个过程中的“解题套路”，不怕浅显，但求了然。比如，“纺织”这个

动作，简而言之可拆分成先“纺”再“织”，再细化还可还原出一套

完整的事件—古代《女十忙》纪录织布前繁复的准备工序。金泽工

艺馆有几台非常“厉害”的织布机，但操作起来沉重、缓慢，专业技

痒者可一试；从旁还有10多台日本SAORI的织机，“两者的原理类

似，但这些织机user friendly，不是玩具哦，是给认真织布人的工

具。”通常来说，在熟悉步骤后，四到六小时内就可以织出一件两米

长的围巾。

关于民艺的愁、乐、思

工艺馆也面临烦扰：硬件够硬，软件“易宝藏品管理系统”也用

于管理藏品，但作为私人投资的藏馆，博物馆专才未必乐意到此偏

僻小镇上择业。另一方面，张西美也希望国外的民艺爱好者能够享

受到简单而专业的翻译介绍。

时间还是太少。作为纺织部总监，张西美沪港两地跑，没法将

馆藏一一过眼。有博物馆专家向她建议：求精。即挑选值得做的

500件，在开放日重点加以分享，让未来研究者可以调用，分析。但

“真放一堆资料给你，结果你可能告诉我‘这堆老东西我不敢兴

趣’。服装设计师对博物馆的老东西没有兴趣，博物馆又觉得‘你们

小孩怎么什么没兴趣’，两边没有接上，我的事情是做这个链接，让

彼此有一点胃口。”

所以，2012从缅因州Haystack Mountain School of Crafts

两周学习回来，Edith活学活用了一部分理念：申请驻馆者必须在申

请表格聊一番对于民艺的独立见解。“没有目标来你做什么呢？”

工艺馆还可住宿，研究者可潜心工作，一周至三个月都可。2013年3

月工作坊第一期学员之一的厉致谦学到的是，“织布，煮纱线，穿经

线，捻纱线”，“这些不是集中完成的，每项都很花时间。有一次我

拢经线就花了一个下午，直到天完全黑下来”。

而Edith在跟东英妈长达2年的陆续接触中，这位贵州老妪的困

惑一直刺激她：为什么你们还有兴趣看纺纱，现在的人不都是买衫

穿吗？贵州都很少人织布了。“你想看一小时就懂？就算东英妈讲给

你听，你也未必一下就懂—其实，她不明白你为什么你听不明白。

你必须跟着他们一起做，慢慢看和记录,吸收、反思。”

纺织，不是一个“唧唧复唧唧”的抽象动作，而是一套系统，

一番折腾，过程很慢。但明白这道理的人，还是少。张西美去“行

动中的民艺”，发现“好多人在关心”，紧接着，“台下年轻人说，

‘黄永松老师，我爸妈都没有教我这个，你整个东西都传授给我

吧！’我坐在旁边心理想，‘唔，那你先买《汉声》杂志看就好了

咯！’民艺是时髦，但传统那么大，你完全不做，空想，难道会明白

整个过程吗？”

这种态度也令人想起她以美术设计身份参与胡金铨导演《笑傲

江湖》时的快人快手。“剧组找到会做粤剧帽子的师傅，但有时也会

碰到想得出但做不了的尴尬。恰巧那时的香港武侠电影注重感觉和

氛围，衣帽样式比较随性。我想得出，也能做，华山派帽子就这样一

针针缝出来—还要考虑到他吊威亚，落水，帽子不能走样！”后来

Edith离开影业，却始终未离纺织：持续4年，在差馆上街7号高呼希

云（Cloth Haven）每三月举办一次与纺织相关的定期展览；2010

年又遇《明报周刊》专栏，继续以两周一次，分享关于“布头布美”

的理解，一提笔又是三年。这一次，轮到工艺馆。天机云锦用在我，

剪裁妙处非尺刀，有时功夫已做到纺织外了。

“我第一热爱是纺织，纺织最大，没有金泽我还是一样要做。我

甚至跟老板说，这里做的也达到我预期的水平，没有拉低。”她大笑。

午膳毕，张西美再一次谈起偶像：

“我们一群人看黄老师做得那么费神，就问他：‘哎，您干吗非

要做这么辛苦？’”

“黄老师说，‘唉，我们这种人，不做更辛苦。你给我再多钱，我

还是要做这个啊’。”

“你看，他话讲到这个程度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吧。我也是。”

金泽工艺馆内有不少沉重的老织布机器

经纬纵横，犹如电脑“1010”的代码语言


